
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杨翼荣 高阳

郭杰）连日来，我区党员干部通过
各种方式，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

区融媒体中心迅速掀起学习
全会精神的热潮，记者编辑纷纷
表示，要结合岗位职责，切实将全
会精神贯彻落实到采编工作中。
“我会在继续学深悟透全会精神
的同时，全力做好全会精神的宣
传报道工作。”记者丁琪蜜表示，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将继续增
强责任意识，在自己的岗位上有
所作为，用每一篇报道、每一个画
面展现幸福普陀建设的精彩蓝
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先行典范贡献自己的
力量。

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法院全
体干警认真学习全会公报，深入领
会全会精神。区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郭笑天表示：
“作为一名检察干警，我将在今后
工作中，牢记初心使命，切实坚持
公正司法，维护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

后，院党组、机关各支部第一时
间组织学习，传达全会精神，并
积极开展‘学精神、悟思想、谈体
会’主题党日活动。”区人民法院
干警王田通表示，要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实
际工作结合起来，作为青年干
警，要矢志不渝，永葆赤子之心，
真正做到公正司法、廉洁司法、
为民司法。

“全会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总结
的‘十个坚持’，是宝贵的历史经
验，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经验总结
的新高度，同时又为我们继承、发
扬、拓展党的历史经验打开了新天

地。”区委党校教师刘昕然在学习
全会精神后表示，身为党光辉历史
和先进理论的研究者、传播者，必
须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要以学习贯彻和宣
传阐释全会精神为契机，运用扎实
的学术基础、鲜明的实践导向、开
阔的国际视野和宽广的历史维度，
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将研究成
果用于教学工作。

“今后，还要不断结合我区实
际，做好研究阐释和理论宣传，推
动全会精神进课堂、进教案、进学
员头脑。”刘昕然说。

我区党员干部热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让全会精神成为践行初心使命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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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程星星 通讯员
唐伟）日前，我区成功列入2022年
度省级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建设项目
名单，为全市唯一入列县区，该项目
可获省财政奖补资金6000万元，目
前已提前下达我区1560万元。

据了解，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建
设项目是我省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一环。项目建设以农村综合改革集
成建设项目为载体，强化历年各项
农村综合改革政策、经验成果的系
统集成，预计通过2年左右的建设
期，力争创建一批具有复制价值、能
代表浙江特色和水平，高质量发展
的乡村振兴样本。

成功入列建设项目名单，是对我

区乡村振兴发展的一次助燃。据了
解，我区实施项目以桃花岛、蚂蚁岛、
登步岛为核心区域，突出“一岛一特，
一村一品”，坚持岛域一体、分类管
控、组团开发，提升乡村风貌吸引力、
乡村绿色承载力、乡村数字引领力，
精心描绘“岛岛是花园、村村见美景”
的海岛大花园。赓续“蚂蚁岛精神”
根脉，展陈“血战登步岛”精气神，拉
伸“侠义桃花岛”旅游产业链，岛链推
进，打造“蓝色海湾共富示范带”。

“项目总投资估算约为2.1亿
元，包括精神文化供给机制、海岛乡
村宜居综合集成改革、农民权益价
值实现机制等方面建设。”区财政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省级农村综合改革集成建设项目名单公布
我区成为全市唯一入列县区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

国的最大底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入研究
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
历程，深刻指出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
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把“坚持人民至上”概括为党
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强调全党必须永
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
美好生活而奋斗。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
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
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回望百年奋斗历程，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
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
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
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回望百年奋斗历
程，我们党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磨难而淬
火成钢，正是因为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
“本”，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回望百年奋斗历
程，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
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始终坚持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
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
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
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14亿
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断变为现实。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
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
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党与人民生死
相依、休戚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
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就要
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
联系，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
业。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服务人民，从根本上说，党的理论就是一切
为了人民的理论，党的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的路线，党的事业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事业。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
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
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
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正如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强调的：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
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
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
图就永远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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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 夏艺
瑄 记者 胡晓 通讯员 汪洋）“外观
简洁，内饰舒适，透过全景舷窗，还
可一览海天风光。”近日，从象山出
发的“普陀祥云”号客船，在经过1
小时40分钟的航行，缓缓靠泊朱家
尖蜈蚣峙码头，首次试航象山至普
陀山航线。试乘人员下船后表示，
很享受这趟体验之旅。

这是我区全力推进海岛交通
“蓝色岛链”建设的一个缩影，旨
在通过优化陆岛交通布局、提升
水上客运品质、打造智慧服务体
系等方面入手，改善海岛群众出
行条件。

优化陆岛交通布局

在优化陆岛交通布局方面，近
年来，我区相继开通了桃花至新
城，朱家尖至登步、蚂蚁、虾峙等多
条岛际航线，岛际出行的选择更加
便利丰富。同时，优化布局进一步
促进了陆岛交通码头建设。

据统计，“十三五”以来，我区
累计投资7.96亿余元，对桃花悬
鹁鸪岛交通码头等21个码头进行
新建与提升改造，累计新增了11
个泊位，极大改善了我区海岛水
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同时按照
“一岛一品”对各码头站场进行整
体风貌亮化提升，打造海岛特色
景观门户。

提升水上客运品质

“乘坐‘六横之星1’轮，感觉
很舒适，又快又稳。”郭先生因工
作常年往返六横、沈家门之间，对
于这艘豪华型高速客船，他总是
赞不绝口。近年来，我区从提高
客船安全性、便捷性、舒适性着
手，大力发展新型客船，不断提升
水上客运综合实力。一批外形新
颖、涂装靓丽、性能优越的客运船
舶相继建成投运。正在打造的集
休闲、观光、娱乐于一体的新型游
船、现代客滚船等一批船舶也即
将投入营运。

“我们结合不同海岛的旅游特
色和文化内涵，通过船舶外观涂
装彩绘、内饰装修翻新、客运设施
升级等方式，对老旧船舶进行特

色翻新，为游客打造全新的出行
体验，全面助力海岛乡村振兴。”
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

构建智慧服务体系

手机就能买船票、电子发票自
助获取、人脸识别检票……目前，我
区不断加快水路客运智能化水平，
打造智慧出行“三个一”服务体系，
实现了购票一个平台、出站一键畅
行、船票一点获取，推动海上交通出
行服务朝着“高铁式”体验发展，实
现“全程在线”和“指尖出行”。

客运站点是水上客运的窗口
和名片。以往，客运站售票大厅
总是熙熙攘攘，遇上节假日，售票
窗口前更是排起等待购票的长

龙。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其
踪，线上购票方式成为岛际出行
新风尚。“旅客通过手机App或微
信公众号就可购买航班船票，实
现了‘人等船’到‘人约船’的转
变。”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区所有客运航线全面
实现网上售票，网售率近70%，市
民、游客可通过“舟山新区交通”
“行普陀”等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
购票。

此外，各站点通过智慧停车、
移动支付系统等智慧服务，提升
码头管理现代化水平。目前，无
人超市、智能客服、无感安检等新
型服务应用正有序推进，为旅客
带来更多便捷舒心的出行体验。

优化陆岛交通布局 提升水上客运品质 构建智慧服务体系

我区全力推进“蓝色岛链”建设

虾峙客运站虾峙客运站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高阳 通
讯员 忻俊豆）昨天，区人大常委会
组织驻我区的省、市、区三级人大
代表开展会前集中视察活动，分两
组视察部分我区2021年政府民生
实事项目和旅游交通设施建设进
展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戴灵芝，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伟国、陈春汉、
王洲琼、顾志月、陈红、马亮峰参加
视察。副区长张勇陪同。

当天上午，第一视察小组的人
大代表首先来到朱家尖西岙客运
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听取了项目

进展情况介绍，该项目总投资2.2
亿元，2019年12月开工建设，预计
今年底完工。随后，代表们登上
全市首艘双体钢铝高速客船“普
陀祥云”号进行参观，了解客船的
航速、航线等情况。代表们还对
南陀隧道维修加固工程、螺塘线、
鲁家峙至东港公路工程进行视
察，详细听取了这些项目的规划
设计、建设进度，并对项目配套建
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第二视察小组的人大代表对
沈家门（8000T/D）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项目、夏新未来社区项目等进
行视察，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并对
下一步如何推进项目进度提出意
见和建议。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视察活动
座谈会上，代表们就分组视察情况
进行讨论。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
次集中视察活动，切身了解了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感受到了我区
在抓项目建设方面的力度，对我区
更好、更快发展增加了信心。同
时，代表们建议区政府及相关职能
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加大项目推

进力度，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在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后，

戴灵芝强调，要积极抢抓政策“窗
口期”，提前谋划狠抓落实，群策
群力克难攻坚，全力以赴推进重
大项目建设步伐，努力提高群众
幸福感和满意度；要放大项目功
能，深化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
展，深度挖掘道路沿线自然、文
化、历史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景
观节点，设置完善类型丰富的公
路旅游服务设施，为全区经济社
会加快发展贡献力量。

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开展会前集中视察
戴灵芝参加

我区再添4家市级示范型儿童之家 29家定点零售药店设置低价药专柜


